
不要去踩信心的紅線 
-   陳品真 弟兄 

經文： 

民數記/ Number 13 

耶和華神曉諭摩西說,你打發人去窺探我所要賜給以色列人的迦南地,他們每支派中

要打發一個人,都要做首領的,..摩西打發他們去窺探迦南地說,你們去看那地如何,其

中所住的民是強是弱,是多是少,所住之地是好是歹,所住之處是營盤是堅石,又看那

地土是肥美是脊薄,其中有樹木沒有,你們要放開膽量把那地的果子帶些來,那時正是

葡萄初熟的時候..,過了 40 天,他們窺探那地才回來,回報摩西亞倫並全會眾,又把那地

的果子給他們看,告訴摩西說,我們到了你所打發我們去的那地,果然是流奶與蜜之地,

然而那地的民強壯,城邑也堅固寬大,並且我們在那裏看見了亞衲族的人,.., 

迦勒在摩西面前安撫百姓,說,我們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們足能得勝,..,探子中有人論

到所窺探之地,向以色人報惡信,說,我們所窺探經過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們所看

見的人都身量高大,我們在那裏看見亞衲族人,他們是偉人,據我們看自己就如蚱蜢,

據他們看我們也是如此..,當下百姓大聲喧嚷,那夜全會眾都哭嚎,以色列眾人向摩西

亞倫發怨言,說,巴不得我們早死在埃及地,..,窺探人中有約書亞,迦勒,撕裂衣服對以色

列全會眾說,我們所窺探經過之地是極美之地,耶和華若喜悅我們,就必將我們領進那

地,那地是流奶與蜜之地,你們不 

創世記/ Genesis9:20~25 

(出了方舟之後)挪亞做起農夫來,栽了一個葡萄園,他喝了園中的酒就醉了,在帳棚裡

赤著身子,含就到外面告訴兩個兄弟,於是閃和雅弗拿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著進去

給他父親蓋上,他們背著臉,就看不見父親的赤身,挪亞醒了知道小兒子向他做的事,

就說,迦南(含)當受咒詛,必給他弟兄做奴僕的奴僕. 

帖後/提後/彼後: 末世必有好譏笑人的,不按規矩而行的,專好管閒事的,增添許多的師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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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新報告                                               領會 

                                         （默禱散會） 

主日  2:30 pm  中文崇拜 青少年主日學 兒童 

主日  4:20 pm  主日学 

週三  10:00am  妇女查经                

週五  8:00 pm  聖徒裝備 

每月最後主曰 4:00 pm  禱告會  

主日  1:45PM   禱告 

上週奉獻 

經常奉獻 宣教 建堂 Building Fund Loan 

471 600 1000  

本日特選經文：  

啟示綠 21:26-27 

人必將列國的榮耀尊貴歸與那城。 

凡不潔淨的、並那行可憎與虛謊之事的、總不得進那城．只有名字寫在羔羊生命冊

上的纔得進去。 

 Revelation 21:26-27 

The glory and honor of the nations will be brought into it. 

Nothing impure will ever enter it, nor will anyone who does what is shameful 

or deceitful, but only those whose names are written in the Lamb's book of 

life. 

 

事工報告: 

1. 4:20 pm 主曰學由應鑾姐妹帶領, 請準時參加. 

2. 8/24 週五晚八時舉行第三季同工會, 請大家提供議件,共同討論教會事工, 

建立 '基督是主' 的教會. 

3. 劉輝正牧師在吉爾吉斯的建堂事工，請大家積極給予支持。 

4. 除每周三的姐妹查經外本月開始每周四還有‘Monroe 小組’的查經聚會。

歡迎兄弟姐妹參加。  

5. 暑假期間 Jesse 在周日主曰學時間 4:20 教導 yo-yo, 請青少年及兒童參

加.  

6. 礼拜赞美之前 1：45pm 开始我们一同在神的殿中仰望祷告，时刻经历他

喜乐的灵的同在和看顾。 

7. 2016 建堂認捐後, 建堂基金收入共 $ 547211.79 

 

感恩與代禱. 

1 請為身体软弱的弟兄姐妹及其家人朋友代祷，求神来做安慰和医治。也請

為建堂施工平安順利禱告。 


